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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人一旦通过练习掌握了一个动作，之后就能简单重复了。这
说明大脑拥有运动学习功能，能形成新的运动记忆。但是运动记
忆是如何形成的？日本研究人员日前报告说，他们在大脑皮质运
动区发现了与运动记忆有关的脑活动的形成机制。这项成果将
有助于理解人体运动学习的机制，从而开发更有效的运动训练
方法。此外，利用这项成果，将有望借助脑信号来判断体育训练
和康复治疗的效果。

“齐鲁名医下基层”第四站走进淄博

两两千千余余市市民民家家门门口口看看名名医医
本报淄博9月29日讯(记

者 陈晓丽) 27日上午，由
本报联合省内部分知名综合
(专科)医院等举办的“齐鲁名
医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活
动”第四站走进淄博市张店
区中医院，10家医院的20多名
专家为两千余名当地群众进
行了免费义诊和检查。

27日早上9点半，在张店
区中医院，不同科室义诊区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候
诊。排在手足外科第一位的
是55岁的李女士，怀里正抱
着自己不足4个月的小孙女，
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陪在旁
边。“我孙女刚出生时右手就
多长了根手指头，医生说还
太小没法手术，让等长大些
再去医院治。今天趁省里专
家在，一大早抱过来让医生
给看看能不能治好，要不以
后长大了孩子该怎么办啊。”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
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正勋解释
道，这种情况的孩子在医学上
被称为六指儿，家族遗传、基
因突变等都会导致手足畸形
的发生。由于现在孩子年龄太
小，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全，
手术的风险很高。一般对于手
足畸形的婴幼儿，除非严重影
响功能者会提前进行手术，否
则一般都需要等到1岁半左右
再安排手术。为了安全起见，
这个孩子可以等等再手术。

山东省立医院呼吸内科副
主任医师张敏则表示，上午一
共为70多位市民进行了义诊，

“患者以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为多。导致慢性咳嗽
的原因有很多种，包括感染、变
异哮喘、胃食管反流等，需要根
据医生对病因的判断再具体治
疗。”同时，张敏提醒市民，就诊
不及时会影响病情的治疗和恢
复，在确定病因后则要规律用
药，不可在病情康复前自己随
意停药。

32岁的高女士正陪同父
母在齐鲁医院眼科排队，“刚
刚在耳鼻喉科专家那帮我父
亲看完，他打喷嚏半个多月
了，因为前一阵家里刚弄了
几盆花，医生说应该是过敏
性鼻炎。”高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是排队帮我母亲看眼
睛，她说眼睛疼，去药店买了
眼药水滴了也没见好。”齐鲁
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建桥
仔细检查和询问症状后，建
议高女士带着母亲去测眼
压，以确定是否为青光眼。

山东省口腔医院口腔科
副主任医师吴峻岭正在为一
位中年男性做检查，据介绍，
该市民有颗牙齿不好补过牙，
但是由于当时牙根没有处理
好，导致后来长期发炎和疼
痛，甚至右脸颊长了个黄豆大
小的脓包，经常化脓流血。吴
峻岭检查后告诉这位市民，应
及时去正规医院牙科拍片找
掉问题牙，能治疗的话尽量治
疗，治疗效果不好就要拔出，
面部的脓包也会慢慢消下去。
如果再不及时治疗，情况可能
会越来越严重。

“今天一上午看了50多
个病号，比我平时坐门诊要
多。”山东省交通医院肝胆内
镜外科主任张锎告诉记者：

“现在不少人因为饮食和生
活习惯不好，导致胆结石的
病人越来越多，平时一定要
多喝水，多吃新鲜水果和蔬
菜。同时，由于肝胆的位置原
因，很多人本来可能是肝胆

不舒服，却跑去肠胃科反复
做检查。为了防止出现这种
问题，跟医生沟通时要仔细
说清楚是哪里不舒服。”

此外，现场济南哮喘病医
院、济南骨科医院、济南神康医
院、华海白癜风医院、济南中医
不孕不育医院等医院的专家也
广受欢迎，有的专家甚至一天
就看了近百个病人。

专家给前来义诊的患者讲解一些患病后的治疗方法。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现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义诊。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我来帮您问

1 .我女儿今年7岁了至今还尿
床。白天倒是没事，晚上睡觉时有尿
意也不会醒。一晚上能尿两到三次，
如果我不把她，她肯定尿床。大人责
备她，孩子很委屈，说她也不愿尿
床，晚上睡着了不知道。您说有什么
方法可以治好？这样影响智力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主任医师王
培荣：人体通过尿道括约肌控制排
尿，收缩时能关闭尿道内口,防止尿
漏出。当膀胱充盈到一定程度时，通
过排尿神经传到大脑，做好准备后，
膀胱肌收缩，尿道括约肌放松，尿液
排出。一般情况下，孩子在3-4岁开
始控制排尿，如果5-6岁以后还经常
性尿床，就需要治疗了。

绝大多数孩子的尿床与精神因
素、卫生习惯、环境因素等有关，因
疾病引起尿床的只占很小的比例。
有的父母长期给孩子使用尿布，孩
子习惯睡眠中排尿，久而久之也容
易尿床。尿道括约肌发育迟缓，或者
排尿神经反射弧建立不牢固，容易
发生尿床，所以建议父母带着孩子
到医院做一个尿动力学检查，医生
根据诊断结果来判断尿床的原因。

2 .我今年30岁，去年6月份做了
宫颈囊肿手术，之后两个月没来月
经，没有怀孕。之后在好几家医院检
查，也没查出有什么问题。中医说是
气虚，给开的中药煎服，喝了一个月
后，来了月经，连续几个月也很正
常，之后又几个月，月经量很少了，
后来又没有来。真不知该怎么办？感
觉自己都成“药罐子”了。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主任医师徐
永萍：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月经不正
常、不怀孕与宫颈囊肿手术没有关
系。月经不正常未必是妇科“硬件”
的问题，往往与身体的各项激素水
平有关，比如性激素、肾上腺激素、
甲状腺激素等，激素水平不正常都
可能会影响月经，身体其他部位的
异常也可能影响月经。

我建议患者做一个系统检查，
尤其是激素水平的检查。月经可以
反映身体的排卵情况，月经正常表
明身体在正常排卵，不正常则未必
排卵。因此，这位患者是否怀孕与月
经正常与否等一系列问题相关联。

如果您有关于疾病和健康的任
何疑问 ,请将问题发至电子信箱 :
q l s h e n g m i n g @ 1 6 3 . c o m ,或拨打
96706120热线电话 ,也可以给新浪
微博“齐鲁晚报-生命周刊”发送私
信，我们将竭力帮您寻医解答。

本报记者 徐洁

加多宝举办

媒体开放日活动

9月16日，在加多宝媒体开放日
上，来自全国的40位媒体记者参观
了加多宝集团位于四川资阳的工
厂，亲身感受了加多宝对于生产工
艺的严苛要求，以及1200罐/分钟的
国内同类生产线中最快生产线带来
的震撼，共同见证了加多宝18年来
一脉相传的品质。

活动现场，媒体记者们全面了
解了加多宝集团在花草种植、配料、
投料提取、浓缩、杀菌、浓缩汁包装、
调配、灌装封盖、赋码、检测出厂、市
场追踪等工序的严苛管理，又逐一
参观了加多宝资阳工厂的车间。

加多宝资阳工厂配备的是一条
生产能力为1200罐/分钟的凉茶灌
装生产线，这条年产能达1800万箱
的生产线是由意大利进口的CFT高
速生产线，也是国内同类型生产线
中灌装速度最快的一条。这一灌装
生产线上生产的正是近期销售火爆
的好声音V罐促销装。

月经不正常

应检查激素水平

朋友圈

羽羽毛毛球球：：保保养养颈颈椎椎，，锻锻炼炼眼眼力力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人生也如打羽毛球。有
高点，有低点，有冲刺，有悠
闲。起起伏伏，不断变化。腾
飞时，不可目空一切。坠落
时，不可自甘堕落。”这是济
南羽毛球爱好者群球友的打
球感悟。

济南羽毛球爱好者群现
有成员286人，每天群里约友
打球的信息总是闪个不停。
球友们说，像羽毛球这种需
要同伴配合才得以成行的运
动，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圈
显得格外重要。

49岁的“笑看风云”是这
个群的创建者。他告诉记者，
羽毛球的受众很广泛，中青

年甚至老人小孩都喜欢。“我
从2009年开始打球，群里还
有打了20多年的。我们平时
主要在全民健身中心、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槐荫文体中
心、乐步羽毛球运动中心或
英雄山下打球。”

谈起打羽毛球后身体的
变化，“笑看风云”笑言：“就
像吃了盖中盖，觉得特有劲，
身上轻快。前两天我同学还
说我的胳膊肌肉好呢！”“打
球时要不停抬头，大家一致
认为治疗颈椎病。同时眼睛
也随球不断转动，时远时近，
时高时低，非常锻炼眼力。”

“笑看风云”提醒，打球
时动作尽量做标准，否则容
易崴到脚，或形成网球肘（肘

关节外侧前臂伸肌起点处肌
腱发炎疼痛）。“待球状态下，
球拍不要握死，此时手掌心
是空的。拍柄能灵活转动以
便不同的击球动作。在击球
的一瞬间，手指要紧握球拍，
击球干脆，路线明确。从腰部
到手腕，击球发力应该有一
个猛烈的停顿。”

他提醒，击球时肩膀和
手臂要完全放开，击球瞬间
路线的变化和落点控制全靠
手腕的抖动。“打后场球时要
先跑到位，胳膊带动手腕，幅
度大且用力猛。打前场球时，
手腕和手指转动，幅度小用
力巧。”“感恩的心”补充道，
场上击球动作越大，击球失
误就会越多。“菜鸟才大臂打

球呢，高手都用手指。”
为了预防网球肘的发

生，在打球前要先做好牵拉
前臂的热身。注意劳逸结合，
循序渐进，由易到难。

“感恩的心”认为，对于
羽毛球爱好者，做好膝盖的
保护工作也很重要。“四五十
岁已经是要好好保养膝关节
的年龄了。”她说，尽量选择
较软的地面，不要在干硬的
水泥地上长时间打球；最好
带上护膝做好保温；运动后
关节充血，不要用凉水直接
冲洗，尤其是夏天不要图一
时痛快用凉水冲澡；运动后
进行半小时左右的膝盖热
敷，温度不要过热，然后揉搓
按摩几分钟膝关节。

征稿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从中有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说医》！
《我来帮您问》：架起与名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康支招。
来稿请洽：qlshengming@163 .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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